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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劳动合同控制力下的

人力资源会计确认模式探讨

【摘要】对通用性人力资源的治理方式是市场治理方式，相应的劳动合同是控制力弱的市场型劳动

合同，在此类合同下，企业并未获得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人力资源所有者只是将其人力资源“零售”给

企业，会计应将“零购”的人力资源直接成本化或费用化。对专用性人力资源的治理方式则是统一治理方

式，相应的劳动合同是具极强控制力的关系型劳动合同，在此类合同下，企业获得了对人力资源的控制

权，人力资源所有者已将其人力资源“批发”给企业，会计应将其确认为资产，并将其在合同期内摊销，若

合同期内人力资源发生了贬值，还需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区分劳动合同控制力，探讨人力资源会计确

认模式，是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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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这

已为人们广泛认同，但如何对人力资源进行会计确

认，却是一个长期困扰会计界的难题。当前人力资源

会计确认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现行会计规范

所采用的模式；二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

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按照现行的会计规范，会计

上并不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而只是把人

力资源的当期耗用量予以成本化或费用化。与此不

同，人力资源会计模式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将人力资

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现行会计规范的这一做法，多

年来广受批评，要求对其进行改进的呼声此起彼伏。

人力资源会计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模式似乎更为合

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人力资源会计在经历了短暂的

繁荣后直到现在也一直未有大的发展（葛家澍、杜兴

强，2004）。
对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之关键性因素的人力资

源，理应有恰当的会计方法对其加以确认，否则会计

所提供经济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将大打折扣。本文试

图构建一个基于劳动合同控制力的人力资源会计确

认模式。本项研究可为人力资源会计研究提供一个

新的视角。

二、人力资源确认模式研究需回答的关键性

问题

（一）资产的控制权特征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是一个有着明确

的资产权利边界的主体，即能够成为企业资产的项

目，都必须是产权明确地归属于企业的项目，也就是

企业对该项目具有控制权，以致能拥有或控制该项

目。用产权经济学家奥利弗·E．威廉姆森（1985）的
话来说，“企业对应于一体化的或者统一的治理结

构；它控制一系列资产，并用自己的名字完成（和其

他企业或个人间的）交易”；或者用Grossman S.和
O. Hart（1986）的话来说，“一个企业是由它所拥有

或所控制的那些资产构成的”。

会计学在这一点上与产权经济学相同，众所周

知，按照当前的会计规范，企业对一个项目具有控制

权，是会计上将该项目确认为企业资产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如果企业对某项目不拥有控制权，那就意味

着该项目的产权是属于其他主体的，或者是属于公

共的，企业当然不能将其视为自己的资产。

（二）企业获取人力资源控制权的方式和表现

1. 企业获取人力资源控制权的方式。企业作为

一组契约已经隐含假定，缔结该契约的当事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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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的、平等的产权主体，没有产权的人是无权签

约的，这一点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张维迎，1996）。人力资源所有者要与企业进行交

易，就需要作为当事人的一方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而后双方据此进行交易，同样要以人力资源所有者

必须对其人力资源享有（作为产权之基础性权能的）

控制权为前提。

另外，建立在产权经济学之上的现代人力资本

产权理论，把人力资源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的交易理

解为人力资源所有者以其人力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

（杨瑞龙、周业安，1997）。这其实也意味着人力资源

所有者必须对其人力资源拥有控制权，否则就谈不

上人力资源所有者以其人力资源对企业投资并从企

业换取各种形式的薪酬了。因为按照产权经济学理

论，包括投资交易在内的任何交易，都需要以交易双

方是彼此独立的主体，且对各自拟交易的东西拥有

产权为前提。总之，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源所有者拟交

易出去以换取其收益的东西，或者说是人力资源所

有者未来为其他主体实际提供服务以赚取其个人收

入从而实现其价值的源泉或基础，在交易出去之前，

其控制权只归属于人力资源所有者。既然人力资源

所有者在与企业交易之前对其人力资源享有控制

权，则企业只有通过交易这一方式，才能换取对人力

资源的控制权。

2. 企业取得人力资源控制权的表现。如果企业

通过交易取得了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其表现就是，

尽管人力资源仍以人力资源所有者为载体，但只是

由人力资源所有者“代为存放”，其控制权已不再属

于人力资源所有者，而属于企业，从而在合同期内将

由企业来控制和使用，或者说，在合同期内人力资源

所有者须将其运用于企业。事实上，按照产权经济

学，交易的本质就是权利的交易与转让，即一方出让

（从而失去）一定权利，以此为代价，又会从对方取得

一定的权利，双方在交易后各自都会形成一种新的

权利。

企业与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就人力资源控制权

所进行的交易，同样会导致一方出让一定权利，又会

从对方取得一定权利，然后双方均形成一种新的权

利的情形。比如，在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里，企

业员工在换取企业股票的交易中，会失去对其相应

人力资源的控制权（表现为人力资源所有者在合同

期的上班时间必须运用其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相应

服务，且既不能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也不能用于自

我闲暇），作为对价，人力资源所有者则取得了企业

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一定的对企业的权利（对

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三）人力资源被确认为企业资产的条件

任何项目要被确认为企业的资产，都需要同时

满足这三个条件：①该项目有用——预期能为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即该项目是一项资源；②该项目的金

额能可靠计量；③企业已拥有或控制了该项目，即该

项目的控制权归属于企业。

人力资源无疑是有用的，是一项资源，否则就不

会称之为人力资源了（事实上，将人力资源认定为是

一项资源，是讨论人力资源确认问题的一个基本前

提或基本假设）。显然，人力资源具备了被确认为资

产的第一个条件。尽管学术界在如何计量人力资源

的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但人力资源无疑是能够可

靠计量的，否则人力资源就不会在现实中广泛地成

为交易的对象了。人力资源能够交易，本身就已经说

明了人力资源是能可靠计量的，因为人们是不会拿

一个连金额也计量不了的项目来交易的（人力资源

能可靠计量，是讨论人力资源确认问题的另一个基

本前提或基本假设）。由此可见，人力资源也具备了

被确认为资产的第二个条件。而如前所述，人力资源

的控制权在交易前归属于人力资源所有者，在交易

后才转至企业，那么企业是否与人力资源所有者进

行了以人力资源控制权为标的物的交易，就成为会

计上是否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资产的关键。

由于企业与人力资源所有者是基于双方所签订

劳动合同进行交易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是

不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发生了企业获取人力

资源控制权的交易？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类型的劳动

合同的签订都意味着发生了企业获取人力资源控制

权的交易？这可以说是人力资源会计确认模式研究

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作出了不同回答，不同的

回答，将会导致不同的人力资源确认模式（正如下文

将论述的，当前两种基本确认模式产生分歧的根源，

其实正在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其主要不足，也

是因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过于绝对化），而要构建一种

适当的人力资源确认模式，则需要以对该问题的正

确理解为基础。

三、人力资源控制权交易发生的标志

（一）人力资源的专用性与人力资源的治理方式

及相应的劳动合同类型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源投资的结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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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投资方式不同，例如有没有设定专用人

力资源投资额，就会决定是否形成专用性人力资源

——若设定专用人力资源投资额，通常形成专用性

人力资源（一种较难改变用途的人力资源，若改变其

用途，其生产性价值会发生明显贬损）；若没有设定

专用人力资源投资额，通常形成通用性人力资源（一

种较容易改变用途的人力资源，若改变其用途，其生

产性价值不会有什么贬损）。

根据威廉姆森（2002）等人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

经济学理论，在有限理性和存在投机的假设前提之

下，资源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其所有者遭受机会主义

者侵犯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这样的情况

下，专用性程度不同的资源，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治

理方式，签订不同类型的合同，以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效率。具体而言，对通用性资源应采取市场治理方

式，相应的合同是古典的、简单的市场型合同；对专

用性资源则应采取统一治理方式，相应的合同是关

系型合同。人力资源的专用性程度与治理方式及合

同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对通用性人力资

源应采取市场治理方式，相应的合同是古典的、简单

的市场型劳动合同，对专用性人力资源则应采取统

一治理方式，相应的合同是关系型劳动合同。

（二）不同类型劳动合同的控制力

1. 市场型劳动合同的控制力。对应于通用性人

力资源的市场型劳动合同，是一种强调雇用双方自

愿实施且允许雇用双方在法律上拥有平等自由退出

权的劳动合同。在此种劳动合同下，企业与人力资源

所有者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关系。

换言之，此种劳动合同对企业与人力资源所有者双

方均没有多少控制力，从企业的角度看，则是企业对

人力资源所有者尚未达到控制的程度。事实上，根据

旨在规范一般通用性人力资源及用人单位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劳动合同法》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其对通

用性人力资源及用人单位的控制力不强，主要就是

书面形式的“提前通知”，以及适用范围和涉及金额

均很小的违约金，可见其控制力之弱。

2. 关系型劳动合同的控制力。对应于专用性人

力资源的关系型劳动合同，则是一种强调双方关系

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这种劳动合同除了遵循劳动

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之外，通常会设置极为严苛的退

出条款，例如通常会约定高额的违约金，以此达到维

持双方关系长期稳定的目的。一般而言，设定的专用

性人力资源投资额越大，从而形成专用性程度越大

的人力资源，劳动合同中的退出条款就越严苛，所约

定的违约金就越大。在现实中，企业高管、高级技术

人才、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等专用性程度高的人力资

源，其合同违约金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以亿元

计。高额的合同违约金实际上是对专用性人力资源

及其与用人单位关系的一种保护机制，其控制力是

如此之强，使得双方退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例如，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头号足球明星，其与

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签订合同所约定的违约金高达

6.976亿英镑（约合10亿欧元），这意味着，其他俱乐

部想要强挖他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任务。

（三）人力资源控制权交易发生的标志

由于企业与通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签订的市场

型劳动合同对双方几乎没有控制力，因而市场型劳

动合同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企业据此获得了对通用

性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实际上，在市场型劳动合同

下，企业与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可理解为人

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零售”给企业。

由于企业与专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签订的关系

型劳动合同对双方的控制力都极强，因而关系型劳

动合同的签订，意味着企业据此获得了对专用性人

力资源的控制权。相对于把通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

与企业之间基于市场型劳动合同的交易理解为人力

资源所有者向企业“零售”人力资源，专用性人力资

源所有者与企业之间基于关系型劳动合同的交易，

则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源所有者向企业“批发”了人力

资源。

四、当前两种基本确认模式对人力资源控制权

交易的理解及其存在的缺陷

（一）当前两种基本确认模式对人力资源控制权

交易的理解

当前对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主要有两种基本模

式，即现行会计规范的模式和“人力资源会计”模式。

在现行会计规范的模式下，人力资源均不被确认为

企业资产，仅将人力资源的当期耗用量确认为成本

或费用；而在“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下，人力资源均被

确认为企业资产。显然，前者需要假设：企业与人力

资源所有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意味着企业据此获

得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假设，那

么该模式就等于漏掉了把一个控制权归属于企业的

项目确认为企业资产的核算过程）；后者则需要假

设：企业与人力资源所有者签订劳动合同，就意味着

企业据此获得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设想如果没有

这一假设，那么该模式就等于把一个控制权不属于



□·18·财会月刊2017.22

企业的项目也确认为企业资产了）。

（二）当前两种基本确认模式对人力资源控制权

交易理解的缺陷

以上两种人力资源的确认模式的主要不足在

于，未能按控制力大小对劳动合同进行区分，进而导

致对人力资源控制权交易的理解过于绝对化：或认

为所有劳动合同的签订，都不意味着企业已获取对

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因而任何情况下人力资源都不

能被确认为企业的资产，而只将人力资源的当期耗

用量确认为成本或费用；或认为所有劳动合同的签

订，都意味着企业已获取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从而

应把所有人力资源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但正如前

文所述，不同专用性程度的人力资源的交易，适用于

控制力不同的劳动合同，基于弱控制力的市场型劳

动合同的交易，并不意味着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已

发生转移，只有基于强控制力的关系型劳动合同的

交易，才意味着对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发生转移。显

然，以上两种人力资源确认模式对人力资源控制权

交易的绝对化理解，未能正确把握企业与人力资源

所有者之间交易的实质。

五、基于劳动合同控制力的人力资源会计确认

模式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基于劳动合同控制力

的人力资源会计确认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关于

人力资源确认模式的论述，是以前文已强调的人力

资源已具备有用性和可靠计量性为前提的。

（一）弱控制力的市场型劳动合同下人力资源的

会计确认方法

既然企业与通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签订的市场

型劳动合同对双方几乎没有控制力，企业据此未能

获得对通用性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即未能实现对通

用性人力资源的“批量购买”，则通用性人力资源并

不符合作为企业资产的条件（因为尽管此类人力资

源具备有用性和可靠计量性，但企业不能控制此类

人力资源），因而在会计上不应将其确认为企业的资

产。又由于通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与企业之间基于

市场型劳动合同的交易，其实只是人力资源所有者

向企业“零售”人力资源，因而会计应是将企业当期

“零购”的人力资源予以成本化或费用化。

（二）强控制力的关系型劳动合同下人力资源的

会计确认方法

企业与专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签订的关系型劳

动合同对双方具有极强控制力，这意味着企业据此

获得了对专用性人力资源的控制权，即意味着企业

实现了对专用性人力资源的“批量”购买，从而专用

性人力资源也就符合了作为企业资产的条件（有用、

可靠计量、能控制），会计显然应将其予以资产化。至

于已资产化的专用性人力资源的后续确认，则应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期摊销，即企业在使用专用性人

力资源的过程中，需将初始确认的人力资源价值分

摊到合同期内的各个会计期间；二是如果专用性人

力资源在合同期内发生贬值，则应计提相应的减值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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